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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維加斯 

生效出發日期: 

2019 年 8 月 1 曰至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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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表內所列之自費活動，要視乎當時環境、天氣及時間方可安排，客人亦有機會未能前往。 
 
 
 

天數 早 餐 午 餐 晚 餐 
入住酒店(或同級) 

﹙如遇展覽會或其它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行程表所列的城市住宿或指定酒店，將安
排於鄰近或周邊城市同級酒店﹚ 

UWEN10 10 天行程；UWEY12 首 8 天行程 

1 航機上 中式午餐 北京片皮鴨 + 中式晚餐 
三藩市 San Francisco 

Comfort Inn 或 Holiday Inn 或 Hotel Focus 或同級 

2 自費 自費 中式晚餐  

3 自費 自費 
洛杉磯 Los Angeles 

Hotel Huntington Beach 或同級 

4 
酒店早餐 自費 

中式晚餐 + 

地道花旗參雞湯 

5 自費 自費 自費 

拉斯維加斯 Las Vegas 
新城區 Excalibur Hotel 或 Circus Hotel 或同級 

6 酒店早餐/早餐盒 自費 自費 
華盛頓 Washington D.C 

Comfort Suites 或 Hyatt Place 或 Holiday Inn 或同級 

7 自助式午餐 中式晚餐 
8 自費 中式晚餐 

紐約新澤西州 New Jersey 
Wyndham Garden Newark Airport 或 Quality Inn 或同級 

9 

酒店早餐 

航機上 

10 航機於是日安抵香港 

UWEY12 第 12 天起行程繼續如下 

9 航機上 自費 自費 

10 酒店早餐 自費 中式龍蝦晚餐 
多倫多 Toronto 

Crown Plaza 或 Delta Hotel 或同級 

11 酒店早餐/早餐盒 航機上 

12 航機於是日安抵香港 

 

時差 

西岸(洛衫磯/三藩市) 

夏季(3月第2個星期日至11月第1個星期日)比香港慢15小時 

冬季(11月第1個星期日至3月第2個星期日)比香港慢16小時 

 

東岸(紐約/華盛頓/多倫多) 

夏季(3月第2個星期日至11月第1個星期日)比香港慢12小時 

冬季(11月第1個星期日至3月第2個星期日)比香港慢13小時 

航班資料: 選乘聯合航空公司直航往返 
第1天 香港三藩市 UA862 1115/0840 航程約15小時40分鐘 

第2天 三藩市洛杉機 UA  上/下午航班 航程約1.5小時 

第6天 拉斯維加斯華盛頓(直航或轉機) UA  上/下午航班 航程約4.5小時 

第9天 紐約香港 UA179 1515/1910+1 航程約 16 小時 

UWEY12 (12天團)航班如下 

第 9 天 紐約多倫多(直航或轉機) UA  中/下午航班 航程約 1.5 小時 

第 11天 多倫多芝加哥(轉機)香港 UA211 1105/1159 
UA895 1325/1810+1 

航程約 19 小時 

*航班資料只供參考， 如未能安排直航機，將有可能採用轉機航班，一切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 

 

►回程停留尾站，須繳付$1200 停留附加費(免收假日停留附加費) 

►除停留尾班外，可額外多停留 2 個城市 

►(Zone1 至 4 須補附加費如下) (如客人選擇停留 2 個城市，以最高 Zone 收費為準) 

ZONE 1 三藩市 SFO(San Francisco)、 

聖地牙哥 SAN (San Diego)、 
費用為$3000(已包括內陸機票及停留附加費) 

ZONE 2 溫哥華 YVR (Vancouver)、西雅圖 SEA 

(Seattle)、拉斯維加斯 LAS(Las Vegas) 
費用為$3500(已包括內陸機票及停留附加費) 

(溫哥華除外) 

ZONE 3 紐約 NYC (New York); LGA (La Guardia) 、

EWK (Newark)、多倫多 YYZ(Toronto)、 

華盛盛 IAD(Washington) 

費用為$4000(已包括內陸機票及停留附加費) 

(停留多倫多或蒙特利爾每位客人需另外繳付$200 

多倫多或蒙特利爾機場稅) 

ZONE 4 波士頓 BOS(Boston)、 

芝加哥 ORD (Chicago) 
費用為$5000(已包括內陸機票及停留附加費) 

 
 

 

►機票有效期為 30 日。 

►如選擇星期五、六、日回程返港，另須繳付$500 假日停留附加費 

►停留機位以航空公司之經濟艙團體客位為主。如額滿，客人可選擇

(除既定的停留附加費外)，補回額外加幅以爭取航空公司分配機

位，額外附加費$500-$3000 不等，差額將由專人通知。 

►出票後一律不可更改回程日期及地點，客人亦不可放棄任何一段機

位，否則往後之機位航空公司將全部自動取消及行李將會寄往客人

機票上之目的地。 

►由美國各城市飛往加拿大城市之機位未能安排直航往返，須途經一

至兩個轉機航班，最終以航空公司決定之準。 

《停留須知》
聯合航空公司 (UA) 

【聯合航空】 
 
全新波音 777-300ER 客機營運往返香港和三藩市
的航班，客機提供 204 個 31 吋間距的聯合經濟艙

(United Economy ®)座位，102 個 34 吋間距的舒

適經濟艙(United Economy Plus ®)座位，及 60 個
可 180 度平躺、6 尺 6 吋長、23 吋闊的床舖的商

務(United Polaris) 艙座位。 
   
客機提供兩種聯合航空私人放映選項，配備高清

螢幕及 USB 插座的個人設備娛樂系統。 
*適用於所有聯合航空 777-300ER 客機，最終以航

空公司為準 
    
客人更可參加聯合航空《前程萬里計劃》累積達

指定的飛行里數，換取免費機票 
    
每位團友可免費攜帶寄艙行李 2件(適用於國際及

內陸航段) 註 21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Day
6 

Day
7 

香港三藩市~市內觀光(市政廳~雙子峰~唐人街~藝術皇宮~金門大橋~漁人碼頭~索薩利托小鎮)~三藩市 
Hong Kong  San Francisco~ City Tour (City Hall, Twin Peak , China Town, Palace of Fine Arts, Golden Bridge 
Gate, Fisherman’s Wharf, Sausalito)~San Francisco

洛杉磯~拉斯維加斯~Premium Outlet批發直銷中心~可口可樂世界~M&M精品店~拉斯維加斯夜遊 

Los Angeles~ Las Vegas~ Premium Outlet~ Coca-Cola Store~ M&M’s Chocolate World~NightTour

拉斯維加斯~全日自由活動(團友可自費參加【大峽谷一天遊(包午餐)】）
Las Vegas~ Free for Leisure (Optional: Grand Cany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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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早上於香港機場集合，由美麗華專業領隊陪同乘搭豪華客機經飛往美國加州度假勝地~三藩市。 
 

【三藩市】讓人想一再舊地重遊而擁有著極高人氣的觀光之都，亦稱舊金山，這座城市因為三面環海，擁有加州少見的寒冷夏天，而載送著川流不息人潮的叮噹車Cable 
Car、保留著舊時建築風韻的維多利亞式房屋，又或是充滿移民活力的異國街、生氣蓬勃的漁人碼頭Fisherman’s Wharf…融入了這些日常生活風景，讓舊金山孕育出
獨有的觀光魅力。 

 
【金門大橋】是舊金山的地標，橫跨於太平洋岸之上，是連接舊金山市與馬林郡(Marin County)的交通樞紐。高達 746 公尺，約 65 層樓高，以純鋼索打造，總長包含
銜接上下的橋的公路，全橋總長為 11 公里，耗資三千五百萬美元興建，於 1937 年完工啟用，是世界第二長的懸吊橋，由約瑟夫史特勞斯設計（Joseph B. Strauss） 

 
【索薩利托小鎮】 索薩利托面對三藩市灣，是一個迷人的小鎮，它發展於 19 世紀，是三藩市灣區最古老的社區之一，堪稱一處歷史遺跡。西班牙探險家們稱此地為

“Sausalito”，源於這裏沿水道及其地下泉生長的垂柳。索薩利托有很長的航海史，二次大戰期間，這裏的西北角是主要的海軍造船廠。著名的巡航與供給運輸船 Liberty 
Ship 即建造於此。時至今日，這個小鎮仍是世界各地航海者們最鍾情的目的地。 

  
  
 
 
 

【洛杉磯(Los Angeles)】是南加州第一大城市，陽光、海灘、熱女郎最為人津津樂道。全市八大區組成，洛杉磯市中心、荷里活、比華利山、西邊、聖達夢尼卡、聖
費納多山谷、巴沙迪拿、長堤。洛杉機Los Angeles，意指"天使的城市"(City of Angels)，位於山脈、海洋及沙漠之間。在1781 年西班牙探險家建立了此城市，陸陸續
續有不同的國家的人移民至此，現在多達上百個不同文化及語言，造就成今日多元化的城市，你可在洛杉磯找到各國的餐廳，商店及社區。四通八達的公路、也是
洛杉磯的一個特色。 

 
【哈利波特魔法世界】：除了超人氣「哈利波特禁忌之旅3D過山車」等遊樂設施外，活米村的場景如豬頭酒吧，貓頭鷹郵局，霍格華茲城堡亦會如實呈現。 
註:樂園內各項設施會因應情況而有所更改/取消及人數控制，最終以當天樂園時間表為準，及將不作另行通知。) 

 
【環球影城】：前往荷里活最大影城－荷里活環球片場，期間途徑影城大道。入場後團友可先乘電卡車親身體驗片場各種特技效果如大地震、King Kong、大白鯊襲
擊、山崩、洪潮等驚嘆場面，活現眼前。再體驗「侏羅紀公園激流旅程」，3D立體動9畫「辛普森家庭動感影院」（The Simpsons Ride）。4D立體電影「史力加」，
及『盜墓迷城』為主題的室內過山車。  

 
 
 
 

【聖地牙哥市內觀光(自費)】暢遊聖地牙哥古鎮、巴布亞歷史公園、軍港公園、百年歷史酒店。(包自助午餐)(*導遊服務費) 
 

 
 
 

 
【Premium Outlet批發直銷中心】位於拉斯維加斯市區，名牌時裝商店超過120間，包括：Nike、Kenneth Cole、Timerland、Coach、A/X Armaniexchange、

Dolce & Gabbana、Polo Ralph Lauren、護膚品牌Crabtree & Evelyn等。*特別介紹【年青人至愛Quiksilver超形運動品牌】www.premiumoutlets.com  
 
【拉斯維加斯夜遊】:觀賞耗資六千多萬美元的舊城區Fremont Street 欣賞電腦幻燈音樂天幕表演、參觀可口可樂及朱古力精品店，乘車遊拉斯維加斯大道, 途經各大
酒店: 百樂宮酒店，紐約酒店之『自由神像』、美高梅酒店之『巨型金獅』、神劍酒店、巴黎酒店、凱薩酒店。 
 

 
 

 
 

是日全日自由活動，團友可享受悠閒的一天逛街或參加世界七大自然奇景之旅「大峽谷一天遊」。 
【大峽谷一天遊(自費)】乘車在當地華藉導遊陪同遊覽世界七大自然奇觀之大峽谷。早上約 7 時出發，沿路途經北美洲最高之胡佛水霸及風光明媚之密德湖，再到達

西縱峽谷鬼斧神工的大自然奇景，氣勢磅礡。午餐於科羅拉多河旁享用原始風味的印度安人午餐，整個旅程令您畢生難忘。 

 
拉斯維加斯華盛頓特區 
Las Vegas  Washington D.C.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Washington, D.C】全名為Washington, District of Columbia，是美國首都及聯邦區域。名稱的兩部分反映她的雙重身份，華盛頓市（Washington）
是首都名，而哥倫比亞特區（District of Columbia）就是聯邦直接管轄的區域。按美國憲法第一章，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最高權威機構是美國國會，透過華盛頓市

政府去管理，所以國會有權推翻地方法律。 

【美國國會大廈】別稱國會山莊，是美國國會所在地，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的國會山，坐落在華盛頓特區國家廣場東端。在地理上，美國國會大廈位於華盛頓特區偏東處，

但常被看作華盛頓特區及美國的政治中心。華盛頓特區建築物地址的東西南北，都是以國會大廈作為基準。 
【白宮】是美國總統官邸與主要辦公場所，位於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西北區，賓夕法尼亞大道 1600 號。自 1800 年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入住以來，白宮就是美國歷

任總統在位時的居所。 
【費城】美國賓夕凡尼亞州東南部。費城是美國最老、最具歴史意義的城市之一，1790-1800 年，在華盛頓建市前曾是美國的首都，因此在美國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團友可

於舊國會大廈拍照留念，《獨位於立宣言》和憲法簽署地的獨立宮，費城的象徵、而旁邊的自由鐘 200 年來一直是美國自由精神的象徵。 
【獨立廳】國家獨立歷史公園的核心是「獨立廳」，1979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這是一棟喬治亞式的兩層紅磚建築物，乳白色的門窗，乳白色的尖塔，正

屋和塔之間鑲嵌著一座大時鐘。獨立宣言與美國憲法都是在此處起草與簽署的，這裡是美國獨立戰爭的指揮中心，也是美國國會的所在地(1790-1800) 
【自由鐘:又稱獨立鐘】它是美國獨立戰爭最主要的標誌，也象徵著自由和公正。 傳統上，人們認為此鐘因在 1776 年 7 月 8 日，大陸會議的代表約翰·尼克森上校宣讀獨立宣言

前敲響此鐘來召集費城的市民而出名 
 
 
 

三藩市洛杉磯 ~環球影城(包任玩套票)~哈利波特魔法世界~荷里活星光大道
San Francisco  Los Angeles ~ Universal Studios ~ Walk of Fame

洛杉磯~全日自由活動(團友可自費參加【聖地牙哥市內觀光(包自助午餐)】) 
Los Angeles~ Free for Leisure (Optional: San Diego) 

華盛頓特區~市內觀光 (白宮(外觀) ~美國國會大廈(外觀)~ 林肯紀念堂)~費城~市內觀光(獨立廳~自由鐘)~紐約 
Washington D.C. ~ City tour (White House (outside view)~ United States Capitol (outside view)~ Lincoln Memorial)~ 
Philadelphia ~ City tour (Independence Hall~ Liberty Bell) ~New York 



 

Day
8 

Day
9 

Day
10 

Day
9 

Day
10 

Day
11 

Day
12 

新澤西~紐約~市內觀光~世界貿中心遺址~金融中心華爾街~乘船觀賞自由女神 ~美國大無畏航母博物館(自費)~ 
帝國大廈(自費)~新澤西 
New Jersey ~ New York ~ Ground Zero ~ Wall Street~ (Optional: USS Intrepid Sea & Air Space Museum) 
~(Optional :Empire State Building) ~New Jersey 

多倫多~ 尼亞加拉大瀑布~霧美人號遊船(自費)~多倫多~市內觀光~唐人街~花旗參土產店~冰酒廠 
Toronto ~ Niagara Falls ~ Niagara Cruises (Optional)~Niagara on the lake, Winery ~ Toronto ~  
City Tour~ China Town ~ Ginseng Shop~Ice Wine 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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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市內觀光】前往世界貿中心遺址、世界金融證券交易的中心華爾街。之後安排團友搭乘遊輪漫遊曼哈頓港，於不同角度欣賞燦爛美國夢的起點——自由島，搭乘遊輪時您

可以最佳的角度拍攝自由女神像。 

團友可自費參觀經歷兩年大修號稱是全美國最大軍事博物館的美國大無畏航母博物館。隨後前往紐約心臟區被譽為紐約之旅的必遊之地的帝國大廈拍照留念，還可自費登上帝國 

大廈觀景台，觀賞紐約全貌。最後前往時代廣場拍照留念。 

 

 

紐約(直航飛往) 香港 

New York  Hong Kong 
是日於指定時間集合乘酒店專車前往機場，乘搭豪華客機返港。(若沒有隨團領隊，客人需自行轉機及乘搭航機)    

是日安抵香港 
Hong Kong                     

   
 

 
紐約多倫多 
New York Toronto 

早餐後，乘酒店接駁車前往機場，乘內陸航機飛往加拿大東岸最大之商業及金融中心-多倫多。抵達後乘專車送返酒店休息。 

 
 

【尼亞加拉大瀑布(Niagara Falls)】是世界七大奇景之一，位於加拿大和美國交界的尼亞加拉河上，它那豐沛而浩瀚的氣勢，讓人見識到大自然的力量，令來觀賞的遊人都為之震

撼。聽其聲如雷電轟鳴，觀其勢如排山倒海！ 

 
 
多倫多(轉機) 香港 
TorontoHong Kong 

是日於指定時間集合乘酒店專車前往機場，乘搭豪華客機返港。 

 
 
是日安抵香港 
Hong Kong                     

 旅程圓滿結束，祝君旅途愉快  
 
1. 由 2018 年 9 月 3 日起，本公司將收取客人印花成本。印花成本以最終總收費之 0.15%計算。 
2.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綜合旅遊保險。凡參加此團之客人，必須持有效之綜合旅遊保險；客人可於本社購買旅遊保險或提供有效之保險證明，否則本公司將保留接受客人報名之權利。 
3. 導遊、領隊及司機服務費每位全程 10 天港幣$1500，12 天港幣$1800。 
4. 有關此團之旅行團團費、稅項及服務費等費用，請參閱分行派發之價目資料表或網站。 
5. 凡當日報名參加澳紐、美國、地中海、南非、歐洲、印度之團隊及當日申請停留延期返港，如於出發前 14 天(通知日期及出發日期日不計算在內) ，不能按顧客意願取得停留機位，本公司會給予顧客退回 
         團費及停留附加費; 若經本公司代辨簽証，則須扣除簽証費及手續費。 
         另外，(1) 凡客人申請停留日子(並不在當日報名同日申請) 或  

 (2) 當本公司通知顧客不能按意願取得停留機位，而顧客亦願意繼續等候或接受另擇其他停留日子，但如兩者之日子均未能成功確認機位 
(1)&(2)顧客必須接受隨團同日返港及不得藉詞退團。 

         如顧客於出發前 14 日內(通知日及出發日不計算在內) 報名再申請延期返港，若航空公司未能確認，顧客須跟團返港及不得藉詞退團。 
6. 如單人報名或組合參團人數為單數，如 1 人、3 人、5 人等等，客人必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 
7. 第 3 位或單數之團友如不願意繳付單人房附加費，須自動放棄半間房，即 3 人入住雙人房(以兩張單人床為主)，客人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出。美國線不設三人房或雙人房加床安排。 
8. 如遇航班改動或酒店客滿，行程、酒店住宿及用膳的先後次序會作出相應的調整。如此等變動於報名後發生，則會個別通知。 
9. 行程中所安排之購物商店，其產品或服務並非由本公司所提供，因此，團友必須清楚了解其價格、產品或服務質素等才決定購買。如於購貨後感到不滿，可先透過導遊處理，或於購貨日起計 30 天內將完全未經使用

及包裝完整的貨品交回本公司代為轉交有關商店，旅客請保留單據正本。是否可辦理全數退款，由有關商店作最終決定。 
10. 行程表所列載的航班資料、交通、酒店級數等安排，將可能因應不同出發日期而有所變動。如此等變動於報名後發生，則本公司會作個別通知，敬請留意。 
11. 行程﹑膳食及住宿之先後次序只供參考，一切以當地接待社安排為準。 
12. 行程單張上之景點或餐廳，如因特殊情況關閉或休息(節日或額滿)而未能前往，本公司會作特殊安排取代未能前往之景點或餐廳，如出發前得悉事件，會有專責同事個別通知已報名客人，客人不得藉詞退團。 
13. 最近更新行程單張及確實團費均以報團當時為準，旺季加幅另行通知。 
14. 確保消費者權益，報名前請向分行職員索取細則詳情，或請參閱收據背面責任細則。 
15. 行程中所安排之機票、船票、車票、酒店或觀光項目，均屬團體訂位，一經在香港確認及訂購後，不論任何情況下而未能使用者，一概不會獲發還任何款項。 
16. 旅客如在旅途中自行離團或放棄行程，離團後之責任自負，一切後果與本公司及其委託之機構無關。 
17. 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按整體需要而設計及安排，旅客參加此等活動時，應遵照服務人員之指引。行程中各項活動均存在一定風險，旅客於出發前必須購買旅遊保險。在參與活動前，應徵詢醫生或相關人士之專業意見；

並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以及當時天氣環境、活動內容及當地設施等風險因素，以決定是否參加。旅客須承擔因參與活動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及後果。 
18. 如遇當地特別節日，大型會議或酒店旺季而不能安排入住行程單張上所述之城市酒店，則會安排入住附近之城市同級酒店，並於出發前由領隊通知，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 
19. 根據航空公司條例，如出發後自行放棄乘坐其中一段機位，往後的機段(機位)會自動取消。故此，客人如有以上更改，必須出發最少 15 天前向本公司提出申請。 
20. 如回程停留之團體經濟艙之機位級別(Class)滿額而須提升更高之團體經濟艙級別(Class)，客人須補回額外附加費$500 至$3000 不等，屆時將有專人通知。 
21.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的第二百二十三號指引，旅行社如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本公司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 (如適用)；有關收費請

參閱旅行團細則及責任問題須知。 
22. 以上圖片只供參考。 
23. 此行程單張適用於「生效出發日期:2019年8月1曰至9月30日」之團隊。                  
24. 根據香港法例第629章《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於2018年7月16日起，所有抵達香港的人士，如管有大量（即總價值高於12萬港元）的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現金類物品」），便須使用紅綠

通道系統下的紅通道，就有關現金類物品向海關人員作出書面申報。其他抵港人士或離港人士，在海關人員要求下，須如實披露。詳情請瀏覽https://www.customs.gov.hk/tc/passenger_clearance/instruments/index.html  
 

         
更新日期：UWEN10/UWEY12 (200819)USA取代UWEN10/UWEY12 (170719)USA 

＊＊＊UWEY12 (12 天團)行程如下＊＊＊ 



 
 

 

 

 

 
《美加》自費節目參考收費表                   

生效日期:2019 年 8 月 1日起 

 
*參選自費活動之團友請細閱自費活動細則 

*所有自費活動純屬介紹，要視乎當時環境、天氣及時間方可安排，客人亦有機會未能前往，建議客人不可用該自費活動，作為報團之主因 

 

費用(美元 USD) 

地區 項目名稱 內容 
交通時間

(約) 

活動時間

(約) 
零售價/
成人每位 

零售價/ 
小童每位

(2-11 歲)

不參加客人之安排

帝國大廈觀景台 

(Empire State  

Observation Deck) 

位於美國紐約市的一棟著名摩天 位於美國紐約市

的一棟著名摩天廈，共有 102 層，自 1931 年以来，

雄踞世界最高建築的寶座達 40 年之久。 

20 分鐘 1小時 38 32 
可自由於帝國大廈附

近自由活動 

紐約夜遊連晚餐 

行程包括:洛克菲勒中心、時代廣場、唐人街、 

觀景區拍攝曼哈頓夜景。 

*必須 10 人以上 

20 分鐘 4小時 65(大小同價) 酒店自由活動 

無畏號海空博物館 

 (Intrepid Sea-Air-Space 

Museum) 

它經歷兩年大維修，號稱全美最大軍事博物館。 20 分鐘 1小時 36 29 
可自由於博物館附近

自由購物 

紐約 

Jersey Gardens Outlet 

Mall Shopping  

它是紐約市有名的直銷中心，內有超過 200 間不同

品牌的零售店及多間餐廳。 
20 分鐘 2小時 20 20 酒店自由活動 

波士頓 

波士頓龍蝦晚餐 

連交通 

(Lobster Dinner) 

餐廳品嚐波士頓著名龍蝦晚餐 

*必須 10 人以上 
30 分鐘 1小時 48 48 

可自由於唐人街附近

自行選擇進餐 

康寧 
美國康寧玻璃藝術中心

（Corning Glass Center） 

康寧的玻璃、瓷器在美國的地位就像景德鎮瓷器在

中國的地位一樣,在世界上也是聞名遐邇的，裡面

的有 10 萬件左右的玻璃精品及藝術雕刻玻璃展

示。 

30 分鐘 1小時 25 免費 

可自由於康寧玻璃藝

術中心內的紀念品店

自由購物 

 
 
 

費用(加幣 CAD) 

地區 項目名稱 內容 
交通時間

(約) 

活動時間

(約) 
零售價/ 
成人每位 

零售價/
小童每位

(2-11 歲)

不參加客人之安排

京士頓 千島湖遊船 
乘船遊覽加拿大三大自然奇觀之一的千島湖，位於

加拿大和美國的邊界。 
30 分鐘 1小時 45 35 

可自由於碼頭附近

觀光拍照 

喜來登酒店自助午餐 
多倫多喜來登酒店品嚐豐富自助餐，在此還能將尼

亞加拉大瀑布美景盡收眼底。 
30 分鐘 1.5 小時 55 55 

可自由於瀑布區內

品嚐午餐 

瀑布船河+纜車 

(2019 年 5-10 月適用) 

搭乘纜車抵達尼亞加拉大瀑布，搭乘瀑布觀光遊船

(冬季關閉)穿梭於波濤起伏的瀑布間，更添加一份

震撼力。 

30 分鐘 2小時 45 35 自由活動 多倫多 

瀑布直升機觀光之旅 

(空中飛行 10 分鐘) 

直升機之旅將令人歎為觀止的雄偉瀑布同刺激歷

險完美結合。 
30 分鐘 10 分鐘 169 112 自由活動 

 

 

 

 

 

 

 

 

 

 

 

 



 
 

*參選自費活動之團友請細閱自費活動細則 

*所有自費活動純屬介紹，要視乎當時環境、天氣及時間方可安排，客人亦有機會未能前往，建議客人不可用該自費活動，作為報團之主因 

費用(美元 USD) 

地區 項目名稱 內容 
交通時間

(約) 

活動時間

(約) 
零售價/ 
成人每位 

零售價/ 
小童每位 
(2-11 歲) 

不參加客人之安排

三藩市 三藩市海灣暢遊 
乘觀光船飽覽金門大橋、渥淪灣大橋及金銀島等
等名勝地方。 30 分鐘 1 小時 34 25 漁人碼頭自由活動

水舞雜技 SHOW 

「WOW」 

World of Wonder 

(4 歲以上) 

演出場地：Rio Hotel  
演出時間：7:00pm (周二及三)  
7:00pm & 9:00pm (周四至日)  
 

30 分鐘 1.5 小時
126 

(大小同價) 

Le Reve  

(5 歲以上) 
演出場地：Wynn Hotel  
演出時間：7:00pm & 9:00pm (周五至二)  30 分鐘 1.5 小時

161 
(大小同價) 

自由活動 

KA 

 (5 歲以上)  
演出場地：MGM Grand Hotel  
演出時間：7:00pm & 9:00pm (周六至三)  30 分鐘 1.5 小時

190 
(大小同價)  

拉斯維加斯 

*參加觀看夜間表演，須自行安排交通工具往返 

洛杉磯 
聖地亞哥歷史與 

軍事之旅一日遊  

暢遊聖地牙哥古鎮、軍港公園及參觀中途號航空

母艦、百年歷史酒店。 

(包自助午餐及參觀門票) 
*導遊服務費:每人美元 USD $8.00  

*必須 5人以上 

2 小時 4 小時 
145 + * 8 

(大小同價) 
酒店自由活動 

(西峽谷)巴士暢遊+ 

直升機空中遊覽+遊船河

+ 

Skywalk 空中玻璃天橋

(包午餐) 

3 小時 3.5 小時
405 + 
# 30 + 

*10 

375 + 
# 30 + 

*10 

酒店自由活動 

(西峽谷)巴士暢遊+ 

Skywalk 空中玻璃天橋 

(包午餐) 

由當地導遊陪同前往西峽谷，沿途路經北美最高

之胡佛水壩。更可在海拔三千五百英尺的石巖上

瞭望老鷹巖及科羅拉多河，並享用富有原始風味

的印第安燒烤。  

3 小時 

 

3.5 小時
179 + 
# 30 + 

*10 

149 + 
# 30 + 

*10 

酒店自由活動 

大峽谷觀光 

*大峽谷觀光遊導遊建議服務費:每人美元 USD $10.00  
#Skywalk 空中玻璃天橋費用(如客人不前往無須繳付此費用)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此價目表只作參考之用，確實以當地報名時為準，敬希留意! 
＊此兩項自費節目必須同時參與大峽谷之旅，敬請留意。 
 

自費活動細則: 
1. 為使團友能更充實旅程及增廣見聞，於各地自由活動時間，領隊及當地接待公司均樂意代為安排額外自費節目。 
2. 自費活動之收費按節目性質而訂，收費所包括之服務範圍，如交通費、膳食、入場券、司機的超時工作等，請向領隊或當地導遊查詢。 
3. 小童收費按當地標準(如歲數、高度、年齡等)計算。 
4. 各項自費活動均存在一定風險，旅客在參加活動前，應徵詢醫生或相關人士之專業意見；並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以及當

時天氣環境、活動內容及當地設施等風險因素，以決定是否參加。旅客須承擔因參與自費活動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及後果，包括意外傷
亡及財物損失等。 

5. 旅客有權決定是否參加與該等活動及購買該等貨品。 
6. 如客人計劃參加此自費活動表以外之項目時，可向領隊或當地導遊查詢，領隊或當地導遊只提供資料供客人自行作出安排。 
7. 本公司未有授權任何人士(包括領隊及導遊)向旅客推銷或介紹自費項目表以外或未經公司認可的自費活動及貨品。因旅客自願參加此

等活動或購買此等貨品而引致的任何不滿、損失或傷亡，旅客應直接向介紹人或服務提供者進行交涉或追討賠償，本公司一概不會負
責。 

8. 自費活動或貨品是由本公司以外的第三者提供: 旅客如對此等活動或貨品有任何不滿，應直接向服務提供者進行交涉或追討賠償，本
公司一概不會負責。 

9. 如因天氣影響，參加人數不足 15 人(視乎情況而定)，又或非控制範圍內(包括遇到國慶日及公眾假期)行程會改期或取消。所有自費項
目，須以安全為原則，在特殊情況下，領隊或當地導遊有權按環境作出適當安排。 

10. 以上價目表內之費用，只供參考，如有更改，均以當地收費為準。       
 
 

更新日期: America-optionlist(010819)U.S.A_MAY 取代 America-optionlist(160519)U.S.A_MAY 



 

 
 

 

        美國旅遊須知    生效日期:2018 年 8 月 13 日起 
 
1.證件及簽証: 請旅客再次檢查旅遊證件必須有半年以上有效期及簽證必須有效， 請旅客再次檢查旅遊證件必須有半年以上有效期及

簽證必須有效，並有足夠之空白頁使用。 
1) 持任何證件乘聯合航空(UA)參加美加團(淨美國團除外)，需經美國轉機，必須持有多次美國簽證(Multiple Visa)。 
2) 如人客本身持無需簽證入境的護照，而護照上沒有 Bar Code，則仍需申請有關簽證。 
3) 所有小童必須攜帶出世紙副本入境。 
4) 凡以「豁免簽證計劃」進入美國的旅客之護照必須為「電腦可讀護照」。旅客必須自行出發前 少 72 小時前，在網
路填寫「電子旅行授權系統」（ESTA）的表格(https://esta.cbp.dhs.gov/esta/)及繳付運作和旅遊推廣費；此費用將從信用卡
收取方可入境。客人需自行閱讀清楚網上所列的入境細則及要求，否則入境如有任何問題，客人須自負責任。 

 
2.航空公司  1) 根據聯合航空(UA)公司規定，從香港往返美國之航班可給予每位團友之寄艙行李限制為兩件及每件重量不可超過 23  
行李限制:     公斤，如旅客需寄第三件行李，航空公司則按照行李規定費用收取。聯合航空保留 終更改之權利及所有資料均以聯

合航空公佈為準。詳情可瀏覽 www.united.com。 
2) 聯合航空從美國往返加拿大之航班有機會被收取“ 行李托運費” ，第一件托運行李須收取美元$25，第兩件托運行   
   李為美元$35(行李之重量限制視乎各航空公司而定)。所有收費均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客人可瀏覽 www.united.com  
   查看詳情。 
3) 根據新加坡航空(SQ)公司規定，每位團友可攜兩件，每件重量不可超過 23 公斤的寄艙行李。所有行李限制均以航空 
   公司公佈為準。 限制均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 
4) 根據香港航空(HX)公司規定，每人限帶寄艙行李【行李重量不可超過 20 公斤(44 磅)，每個長寬高總和不可超過 158    
   厘米(62 吋)】。每人另可攜帶手提行李一件【重量不可超過 7 公斤(15 磅)，體積不可超過 22 吋 x14 吋 x9 吋】。 
   所有行李限制均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  
5) 根據國泰航空(CX)公司規定，每人限帶兩件寄艙行李【每件行李重量不可超過 23 公斤(50 磅)，每個長寬高總和不

可超過 158 厘米(62 吋)】。每人另可攜帶手提行李一件【重量不可超過 7 公斤(15 磅)，體積不可超過 22 吋 x14 吋 
x9 吋】。所有行李限制均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  

6) 如國際航段乘坐新加坡(SQ)、國泰 (CX) 、香港航空(HX) 前往美國，該團之美國內陸機之“ 行李托運費” ，客人須    
   於當地機場自行繳付。 
7) 根據大韓航空(KE)公司規定，每人限帶兩件寄艙行李【每件行李重量不可超過 23 公斤(50 磅)】。每人另可攜帶手    
   提行李一件【重量不可超過 12 公斤(25 磅)，體積不可超過 22 吋 x14 吋 x9 吋】。所有行李限制均以航空公司公 
    佈為準。  
8) 根據長榮航空(BR)公司規定，每人限帶兩件寄艙行李【每件行李重量不可超過 23 公斤(50 磅)，每個長寬高總和不   
   可超過 158 厘米(62 吋)】及一件手提行李【重量不可超過 7 公斤(15 磅)，體積不可超過 22 吋 x14 吋 x9 吋】。 
   所有行李限制均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 
9) 根據達美航空 (DL)公司規定，每人限帶兩件寄艙行李【每件行李重量不可超過 23 公斤(50 磅)，每個長寬高總和 
   不可超過 158 厘米(62 吋)】。每人另可攜帶手提行李一 
件【重量不可超過 7 公斤(15 磅)，體積不可超過 22 吋 x14  
   吋 x9 吋】。所有行李限制均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 
10) 航空公司行李收費新政策: 
    個別航空公司已實施行李托運收費新政策，大型運動器材如滑雪用具、水上活動用具、單車、音樂器材等，均須收  
    取額外附加費，費用將視乎個別航空公司而定。 
11) 嚴禁攜帶任何違禁品﹕ 如毒品、武器、火藥、易燃物品、盜版光碟或瀕危動物製成品。 
12) 火機、火柴及暖包類等用品只限於香港登機時作有限度攜帶，回程航班及內陸航班，則一律不可攜帶登機或寄艙。 
    而利器、刀、指甲鉗等，必須放在行李內寄艙。 
13) 根據「國際民用航空組織」規定，旅客如需攜帶個人自用內含(即安裝於器材之內)鋰或鋰離子電池芯或電池的可攜

式電子裝置(手錶、相機、流動手機、手提電腦、可攜式攝錄機等)應作為手提行李攜帶登機；如若旅客需要把含有
內置鋰電池的可攜式電子設備放於寄艙行李內，其電源必須完全關閉(不在睡眠或休眠模式)，並必須採取適當措施
防止裝置意外啟動及保護裝置不受損壞，如違反者，部分國家將可能處以罰款； 
而有關的備用鋰電池(即沒有安裝於器材中，包括外置充電器)則必須以手提行李攜帶登機而不可寄艙，並做好保護
措施以防短路(如單個放入原裝包裝袋或存放獨立袋或以其他方式將電極絕緣)，每位旅客限帶 20 件備用小型鋰電
池(每個不得超過 100 瓦時 Wh 或 2 克鋰量 LC)或限帶 2 件備用中型鋰電池(每個介乎 100 瓦時 Wh 至 160 
瓦時 Wh)。凡欠缺標示或沒有清晰列明其瓦時值(Wh)或鋰容量(LC)之鋰電池，均不被允許攜帶登機，詳細規定可瀏
覽相關航空公司網頁。 

14) 根據「國際民用航空組織」指引﹕ 所有旅客隨身攜帶之液體、凝膠及噴霧類物品，均需以容量不超過 100 毫升的容   
    器盛載，並應儲存於一個容量不超過一公升、可重複密封的透明塑膠袋內。故容器超過 100 毫升必須放在行李內寄 
    艙。而每名旅客只可攜帶一個裝有容器的塑膠袋。所有藥物、嬰兒奶粉或食品，經查證後可獲豁免。 
15) 以上提及的液體、凝膠等，包括於入閘前或入閘後購買之飲品、禮品(如韓國人蔘酒、面膜液、化妝護膚品、蜜糖、  
    蜂皇漿/丸等流質用品/食品)、噴霧劑及任何能溢出(如膠囊內有液體)、塗抹或噴灑的物品，均不可帶入機艙內。 
16) 2018 年 6 月 30 日起，美國機場禁止乘客的手提行李帶超過 350 克(12 安士)的粉末，不論攜帶何種粉末，若粉末    
    產品總重量超過 350 克(12 安士)，便須放在可打開的容器內獨立接受 X 光檢查，或更詳細的安檢。若粉末重量 
    超出規定，宜放入寄艙行李。 
17) 以上規定將按各國機場之 後公佈為準。 
18) 詳細資料可瀏覽民航處 www.cad.gov.hk   或機管局 www.hongkongairport.com  網頁。 
 

 



 

 
 
 

   
3.海   關:【香港入境】年滿十八歲，可以免稅攜帶 19 枝香煙及洋酒一瓶。    

           2018 年 7 月 16 日起，經各出入境管制站抵港的人士，如管有總值高於 12 萬港元的現金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 
            需經紅色通道入境向海關人員作出書面申報。詳情請瀏覽海關網頁https://www.customs.gov.hk。  
【香港出境】2018 年 7 月 16 日起，其他抵港人士或離港人士，如管有總值高於 12 萬港元的現金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 
           在海關人員要求下，須如實披露。詳情請瀏覽 https://www.customs.gov.hk 。 
【美國入境】年滿二十一歲，可以免稅攜帶香煙 200 支或雪茄 50 枝，一夸脫酒類及少量自用香水及不超過 100 美元之禮物。

如 閣下預算攜帶之禮物價值超過規定，請將禮物的發票保留，以作當地海關官員評估稅項。此外，旅客如攜帶
面值超過 10,000 美元或其他相同等值之外幣，須於入境時向海關申報。美國嚴禁入境旅客攜帶各種疏菜、肉類、
水果、植物、種子。 
~當地移民局要求，如在中國國內自行辦理美國公務簽證者，須帶同當地邀請函入境。 
~來回航機及美國出入境均不可攜帶打火機。  

4.匯   率:旅客宜於出發前，向銀行或找換銀號兌換美元。旅港幣在美國並不通用，因此請攜帶美元、信用咭或旅行支票作隨身費用。
美國貨幣單位為美元(US$)，兌換率約為每美元 100 元約兌換港幣 788 元(須視兌換率而定)。兌換外幣時 好能找換一些小
面額的鈔票，方便零用。 
**在美國境內消費、進食或購物等都要附加稅金。西岸之稅率為 7.5-8.5%，東岸為 2-8%不等，夏威夷為 4.1-4.7%。 

 
5.時間相差: 美國西岸如洛杉磯、三藩市、拉斯維加斯夏季比香港慢 15 小時，冬季則慢 16 小時。美國東岸如奧蘭度、華盛頓、紐約   

夏季比香港慢 12 小時，冬季則慢 13 小時。(美國約於十月至四月改為冬令時間。) 美國夏威夷比香港慢 18 小時。(夏威
夷沒有冬令夏令時間之分) 

 
6.氣    候: 美加幅員廣大，天氣變化不定，溫度相差很大，晨早及晚上時份尤甚。基本上，東部比較潮濕寒冷，西部則乾燥和暖， 

加拿大氣溫普遍比較寒冷，夏威夷天氣平均比美加大陸適宜，四季溫和。換言之，因南北有別，地區不同，氣溫區別極大。
美、加兩地天氣比較乾燥，請攜備潤膚用品。 

 
 
 
 
 
 
 
 
7.電   壓:美加兩地之電壓均為 110 伏特，插蘇則為二腳扁式 
 
8.酒   店:美國大部份酒店均會安排非吸煙房間給團隊，如客人需吸煙必須向本公司要求代為安排入住吸煙房間；而吸煙房間之要求須 
            視乎該酒店之房間供應及安排而定，否則違例者將被酒店收取有關罰款，敬請注意。 
 
9.治   安:美國各大城市之治安皆不甚理想，為安全計團友 好不要攜帶太貴重之物件及太多現金。若有貴重物品及巨額金錢，請利用

酒店之保險箱，切勿將貴重物品留在房內。 
 
 
10.健   康: 出外旅遊，可能因水土不服及天氣變化而令身體感到不適，故閣下應帶備一些慣用的藥物，如驅風油，保濟丸、退燒藥物、

止痛丸、藥水膠布等以備不時之需。若閣下需長期服用某類藥品，如高血壓、心臟病、胃病或糖尿病等，必須帶備足夠藥
物及醫生之處方，以防萬一。 

  
 
11.颱風措施:如若出發當天，因颱風關係天文台懸掛任何颱風訊號，團友若沒有收到本社通知團隊取消或延期出發，則一律依照原定時

間抵達機場集合。 
 
12.預防蚊蟲、傳染病: 由於每個人的身體狀態有所不同，請於出發前 少六個星期諮詢你的醫生，以確定是否需要接種疫苗，又或

準備一些預防藥物。 
要預防傳病媒介疾病，要保護自己免被蚊蟲叮咬。假如在旅程中到達郊外地方，請預先穿上寬鬆淺色的長
袖上衣及長褲，並塗上昆蟲驅避劑（如：蚊怕水）。另外，亦請不要觸碰野生動植物，以及避免在草叢樹叢
中懸掛衣物或歇息。 
如欲了解更多有關外遊防疫資訊，請參閱衛生署網頁：http://www.chp.gov.hk/ 

 
13.衣   著: 由於美加各地城市之氣候有別，因此各團友攜帶衣方面請留意該地 近天氣。衣著方面帶得太多，對自己無疑是負累。喜

愛購物的朋友，更應多留一些衣箱的空間，以便安放土特產、紀念品及旅行的冷衫，攜帶衣著應以輕便和保暖為主，以
減少搬運及照顧之煩惱，有興趣游泳之團友，勿忘記帶泳裝、短褲、膠拖鞋及太陽油等。夏威夷全年皆可游泳。 

 
 
14.旅遊保險:鑑於世界各國的醫療費用是非賞之昂貴。為保障閣下免因途中意外而招至金錢上重大之損失，閣下宜出發前購買旅遊保險。

其中包括人身意外，醫藥及住院費用津貼、行李遺失或延誤、現金遺失及公眾責任，本公司為維護閣下之利益，亦代為
安排有關旅遊保險，詳情可向本公司職員查詢。 

 
15.旅遊証件:旅遊証件及身份證應隨身攜帶，切勿收藏於行李箱內，否則在辦理過境手續時，便會出現翻箱倒櫃的狼狽情形，並因而延

誤。現時旅遊証件( 少六個月有效期)，以方便抵達外地時作入境手續時，凡未滿十一歲之旅客，在香港國際機場辦理
出入境手續後，仍須出示旅遊證件未核對登機需備香港出世紙以便香港移民局查察。 

 
 

月份 
東岸平均氣溫 
(約攝氐) 

西岸平均氣溫 
(約攝氐) 

一月至三月 -5  ℃ 至 15℃ 5℃至 15℃ 
四月至六月 10℃至 25℃ 5℃至 25℃ 
七月至九月 20℃至 35℃ 20℃至 35℃ 
十月至十二月 -5℃至 0℃ 5℃至 18℃ 



 

 
16.入境手續:每位旅客(包括嬰兒)進入美國時，必須填寫入境表及海關表乙張。父母、配偶、子女及兄弟姊妹應當一起辦理入境手續。 
 
17.貴重物品:旅遊外地，儘量避免攜帶貴重物品，若無需要，應把一切貴重物品如珠寶首飾、名貴手錶等放在家中或私人保險箱內。若

須在旅途中攜帶，亦應寄存在酒店保險箱內或隨身攜帶，切勿擺放於酒店房間、寄倉行李或旅遊車內。 
 
18.下榻酒店:出發前，本公司在茶會將會派發酒店名單，請隨身攜帶，旅程所住酒店，均經由美麗華旅遊預先安排妥當。當抵達酒店時，

請先進入酒店大堂，待領隊辦妥收房手續，便將鎖匙交給閣下。在遷離酒店時，請記緊將鎖匙交還接待處。旅行團不包
括酒店額外服務開銷，如:洗熨、額外之飲品及餐食、電話費(本地或長途)….等，須由團友各自支付，又為避免於離開酒
店時有所延誤，請預先結賬。 

 
19.特別膳食:倘若團友因宗教或健康問題不能進食部份肉類或食品，請於出發前通知本公司領隊，當盡力安排其他食物。 
 
20.飲用食水:酒店或街外的自來水是可以安全飲用的，如有需要時也可向酒店房間服務處要求食水供應，費用則各有不同。 
 
21.選購物品:大部份美國及加拿大貨品香港皆有，但仍可購買著名土產，如花旗蔘較為出名。而夏威夷特產有蜂蜜、果仁、菠蘿、果醬、

咖啡豆及沐浴護膚品等等。 
 
22.機場稅  :美國及加拿大之離境機場稅，一般已計算在機票之內，但溫哥華之機場建設稅(AIF)則須於當地付款。 
 
23.稅 項   :美國各州之州稅有所不同，由 4%至 10% 
 
24.電話服務:下列電話號碼可在美國或加拿大任何電話直撥與香港電話公司的接線生聯絡，再代駁香港之親友。 

USA 美國 1-800-992-2323 
CANADA 加拿大 1-800-663-0685 
註:凡 800 及 888 電話字頭是免費電話，若於公共電話機接駁，則個別酒店房間內之電話可能要收取費用，視乎個別酒店
而定，無需繳付電話費用。 
 

25.登記外遊提示服務: 香港政府一站通www.gov.hk/roti。 
 

26.啟動境外提款功能: 請與發咭銀行查詢。 
 
 
建議服務費:行程內酒店及行李腳伕之小賬，均由本公司負責，唯當地人仕習慣於餐後或乘的士後均給予約 10%至 15%之小賬。至於隨

團領隊，導遊及遊覽車司機之服務費則不包括在內。為獎勵各工作人員多日工作之辛勞，各團友之服務費如下(服務費已包
括隨團華藉領隊/導遊/司機) 

 5 天團 6 天團 7 天團 8 天團 9 天團 10 天團 11 天團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出發 700 840 980 1120 1260 1400 1540 合共 

港幣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出發  750 900 1050 1200 1350 1500 1650 
 
特別注意事項: 
一. 為避免不必要之尷尬情況，請勿擅取酒店房間內任何物品，若要留為紀念，可向酒店購買。 
二. 請緊記旅程中集合時間及地點，團體遊覽務請準時，旅程中如遇特殊情況而需調整，當以領隊安排為準。 

任何團員如經常不依賴規律，觸犯眾怒，在行動或言談上詆毀或侮辱其他團員或服務人員者，本公司為免損害其他團員利益，隨團領隊在眾議或多數團員意見及
支持下，有權適當地提出警告甚至著令該團員離團，並放棄以後行程。 
其離團後之一切行動，概與本公司無關，所餘下未完成部份的旅程，亦不會退還任何費用。 

三.『銷售稅退款安排：因各國之銷售稅均有不同，若購物滿指定金額，可於離境前於機場辦理退稅，若客人未能於當地完成退稅手續，並欲回港後才辦理，由於當中
涉及個人私隱，必須自行向當地有關部門查詢所需文件及手續，因此，本公司不能替客人辦理，旅客能否成功退稅，需自行承擔有關責任，敬請留意！！』 

四.根據各國海關的指引：「出入境旅客請務必看管好自己的行李，不要幫任何人帶行李過海關，以免被別人利用夾帶違禁品，如毒品等。」。為確保旅行團運作順暢及
安全，凡旅客在旅途中遺留任何物品，如尋獲後，經客人同意，將安排直接郵遞到客人指定的住址，費用由客人支付。本公司概不負責有關物品於運送期間的任
何遺失﹑ 損壞等相關責任。 

*如客人因突發情況出現，需要本公司提供協助，一切衍生之額外開支，需由該客人負責承擔，敬請留意。 
*根據香港法例第 629 章《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於 2018 年 7 月 16 日起，所有抵達香港的人士，如管有大量（即總價值高於 12 萬港元）的 
 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現金類物品」），便須使用紅綠通道系統下的紅通道，就有關現金類物品向海關人員作出書面申報。其他抵港人士或離港人士，在海關人 
 員要求下，須如實披露。詳情請瀏覽https://www.customs.gov.hk/tc/passenger_clearance/instruments/index.html  
 

更新日期: America-list(121218)U.S.A 取代 America-list(080818)U.S.A 



 

 

 
 

 

         加拿大旅遊須知    生效日期:2018 年 12 月 18 日起 
   
證件:請旅客再次檢查旅遊證件必須有半年以上有效期及簽證必須有效，並有足夠之空白頁使用。 

      1)持任何證件乘聯合航空(UA)，需經美國轉機，必須持有多次美國簽證(Multiple Visa)。 

      2)如人客本身持無需簽證入境的護照，而護照上沒有 Bar Code，則仍需申請有關簽證。 

      3)所有小童必須攜帶出世紙副本入境。 

  
     #持 BNO、香港特區護照及免簽證人士(美國護照除外)前往加拿大須注意事項： 

 凡經外地搭乘飛機進入加拿大境內或經加拿大轉機之旅客(由海路或陸路進入除外)，不用辦理簽證，但必須持有電子旅行授權證
Electronic Travel Authorization(eTA)，方可辦理登機手續。 

 本公司可代辦申請電子旅行授權證(eTA)，需時約 3 個工作天，證件須有 6 個月以上的有效期，簽證連手續費為 HKD350。 

 如旅客欲自行申辦 eTA，可瀏覽網址http://www.cic.gc.ca/english/visit/eta-start.asp，完成申辦後，請編印及攜帶有編號之頁面，一併
入境。 

 

    #持澳門特區護照人士前往加拿大須注意事項： 

 須自行前往領事館辦理簽證。 

 
行 李: 1)加拿大航空(AC) 之團隊:每人限帶 2 件寄艙行李【每件行李重量不可超過 23 公斤(50 磅)】，每個長寬高總和不可超過 

        158 厘米(62 吋)】。每人另可攜帶手提行李 1 件【重量不可超過 10 公斤(22 磅)，體積不可超過 21.5 吋 x15.5 吋 x9 吋】。 

        所有行李限制均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詳情可瀏覽www.aircanada.com 
        2)大韓航空、國泰航空之團隊可給予每位團友之寄艙行李限制為 1 件及重量不可超過 23 公斤。 
       3)聯合航空及達美航空之團隊，每位團友可免費攜帶寄艙行李 2 件，重量每件不可超過 23 公斤(所有航段適用)。 
         如有更改， 終以航空公司為準。              
       4)航空公司行李收費新政策 
        個別航空公司已實施行李托運收費新政策，大型運動器材如滑雪用具、水上活動用具等，均須收取額外附加費，費用將  
        視乎個別航空公司而定。  
       5)如乘坐國泰航空或港龍航空，備用鋰電池無論大小及規格均嚴禁作為寄艙行李運載，敬請留意。 
       6)香港航空之團隊，每位乘客可免費攜帶 多 2 件及每件重量不可超過 23 公斤；詳情可瀏www.hongkongairlines.com。 
      7)如乘坐中國東方航空，計件制免費行李額：持成人或兒童客票的頭等艙或公務艙旅客每人為 2 件行李；每件行李三邊 
        之和不超過 158 釐米、重量不超過 32 千克，經濟艙旅客每人為 2 件行李；每件行李三邊之和不超過 158 釐米、重量 
        不超過 23 千克；持嬰兒客票的旅客每人為 1 件行李；三邊之和不超過 115 釐米、重量不超過 23 千克。每個嬰兒可額外 
        免費托運嬰兒手推車一輛。 
         
       *所有美國境內航段之航班均須收取”行李托運費”。第 1 件托運行李須收取美元$15，第 2 件托運行李為美元$50(行李之重量限制視乎 
        各航空公司而定)。如多於 2 件以上行李或行李超過限定之重量，將另收取額外費用。所有收費均以當地航空公司為準， 
        客人不得異議。 
       *火機、火柴及暖包類等用品只限於香港登機時作有限度攜帶，回程航班及內陸航班，則一律不可攜帶登機或寄艙。而利器、刀、 
        指甲鉗等，必須放在行李內寄艙。 
 

手提行李:除一般手袋或手提包外，可攜帶一件輕型手提行李(規格：9x14x22 英吋)。 

 

電壓:電壓為 110 伏特，但所用的是「兩腳扁身插頭」， 好帶旅行裝萬能插頭。 

 

當地海關條例：前往加拿大，21 歲以上顧客可免稅攜帶 200 支香煙或雪茄 50 枝，1 公升酒類及少量自用香水及不超 過 60 加元之
禮物。如閣下預算攜帶之禮物價值超過規定，請將禮物的發票保留，以作當地海關官員 評估稅項。此外，旅客如攜帶
面值超過 10,000 美金或其他相同等值之外幣，須於入境時向海關申報。 加拿大嚴禁攜帶各種蔬菜、肉類、水果、植物、
種子。 



 

 

天氣： 由於天氣常有變化，夏季天氣溫和，冬季寒冷，請各旅客於出發前留意天氣報告，或可致電天文台 熱線 1878200 或瀏覽天文台網
http://www.hko.gov.hk/wxinfo/worldwx/index_c.htm。 以下為加拿大各城市之 低及 高平均之天氣溫度表（℃）僅供參考： 
 

各城市平均天氣 12 至 2  月 3 至 5  月 6  至 8  月 9  至 11 月 

滿地可 (-15)-0 ℃ (-15)-17 ℃ 12-26 ℃ (-5)-22 ℃ 

渥太華 (-15)-0 ℃ (-3)-13 ℃ 16-20 ℃ 1-13 ℃ 

魁北克 (-15)-0 ℃ (-5)-10 ℃ 15-18 ℃ 0-12 ℃ 

多倫多 (-15)-0 ℃ 0-12 ℃ 17-20 ℃ 3-15 ℃ 

溫可華 (-2)-10 ℃ 6-12 ℃ 15-18 ℃ 6-15 ℃ 

黃刀鎮 (-30)-18℃ (-23)-10 ℃ 8-18℃ (-17)-10℃ 

 

衣著： 以輕便實用舒適為主，但在當地某些特別場合如夜總會或賭場衣著宜較整齊，不宜穿著短褲、背心 等服飾。由於加拿大幅員甚廣，
天氣變化莫測，請帶備外衣或禦寒衣物、雨具等，以備不時之需。 有興趣游泳及水上活動之團友，可帶備泳衣、短褲、膠拖鞋。
同時加拿大天氣寒冷、乾燥，請帶備 護膚用品。 

 

貨幣： 港幣在加拿大並不通用，因此請攜帶美元、加幣、信用卡或旅行支票作隨身費用。美國貨幣單位為 美元(USD)；加拿大貨幣單位為加(CAN$)。
兌換外幣時 好能找換一些小面額的鈔票，方便零用， 但請注意出入美國境時不得攜帶超過 10,000 美元或同等價值之外幣，否則必須向海關申報。
 
 

語言： 當地以英語為主要語言，某些省份(例如:魁北克省)法語及英語較為盛行 
 
 

治安： 顧客應小心自己行李物品，貴重物品及證件須隨身攜帶，特別是乘坐公共車輛及自行外出時，提防 扒手，晚上避免單獨到偏僻 
         地方。請利用酒店保險箱；國際酒店規例，房間內失竊責任顧客自負。 
 

時差： 加拿大西岸如溫哥華夏季比香港慢 15 小時，冬季則慢 16 小時。 加拿大東岸如多倫多夏季比香港慢 12 小時，冬季則慢 13 小時。 
        *夏令時間將開始在三月份的第二個星期日，結束於十一月第一個星期日 
 

膳食： 在加拿大各大主要城市之膳食以中餐為主，各大主要城市之膳食以中餐為主，在某些富有地方色彩 之城市，將會品嚐地道菜式 
         (西餐或自助餐)，酒水則不包括在菜式之內。 

 

藥物： 請帶備一些自用的平安藥物及緊急醫療用品，以應不時之需，假如需要長期服用指定藥物，宜先準 備足夠份量及 好帶同醫生處
方出發。 

 
飲用水：酒店自來水可供飲用，如腸胃狀况欠佳者，宜於當地購買樽装礦泉水。另客人不得自攜飲品往餐廳 用膳，違者可被要求收取若干 
           費用。 
 

 

建議帶備物品： 酒店一般不設牙膏牙刷、拖鞋等個人衛生用品，請自行帶備。同時亦可按個人需要自行帶備風筒、 水煲等用品。 
 
 

參與活動須知： 旅客參加任何活動前（包括自費及非自費活動），尤其是水上活動，均帶有一定危險性，旅客應先 衡量個人年齡、體
格、健康狀況、當時的天氣環境及活動內容細節等，如有需要，應於出發前諮詢 醫生意見，以評估應否參與該活動；
旅客參與活動時，必須遵照一切安全守則，確保在 安全及  適當的情況下進行有關活動，並須承擔由此而引起的一
切責任後果。 

                    
冬季活動 : 寒冷地區地上可能結上冰塊，建議穿著鞋底較多凹凸紋的鞋以抓緊地面，避免滑倒。參與滑雪活動前，應先瞭解及衡量自己 
             的身心體能狀況，以及當時的天氣和雪面狀況是否適合；並應先清楚了解滑雪場內環境、設施及遵守各安全事項。暢玩前， 
             必須做好熱身運動，仔細檢查所需設備有否破損，避免單獨行事。兒童參與活動時，必須有成人陪同照顧，以策安全。

城市 合適衣著 

溫哥華/黃刀鎮 夏季氣候溫和，雨水較多，冬季天氣嚴寒且間中會下雪，請帶備較厚外衣或雪摟等禦寒衣物。 

多倫多/渥太華/ 
滿地可/魁北克 

夏季與冬季之天氣截然不同，夏季炎熱，但冬季則非常寒冷及常會下雪，必須帶備較厚外衣或雪摟等禦寒衣服。 



 

 

活動安排： 為行程安排更為暢順，請緊記旅程中集合時間及地點，團體遊覽務請準時。旅程中若遇特殊情況而 須調動，當以領隊安排後 

              通告為準。 
 

購物： 冰酒、楓葉飾物、印第安人手工藝品、木刻飾物，都是加拿大的特產，十分吸引。 
 

颱風特別措施： 所有乘搭飛機出發之旅行團，於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懸掛後，顧客如沒有收到領隊個別通知取消或 延期出發者，
則一律依照原定時間抵達機場集合。 

 
注意事項： 1. 遵照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的指引，所有顧客於出境、轉機及過境所攜帶之液體、凝膠及噴霧類，容量均不得超過 100 毫

升，而且必須裝進呎碼不超過 20cm x 20cm 夾鍊式透明膠袋內與隨身行李分 開擺放，以便檢查；至於奶粉、嬰兒食
品和醫療藥品等則須經過申報機場才可帶上機。另顧客在 管制區內免稅商店或飛機購買的化妝品、酒類等，則必須以
「可籤封以防掉包，及加註有效購買 證明的塑膠袋」封袋。 

2. 請緊記旅程中集合時間及地點，團體遊覽務請準時，旅程中若遇到特殊情況須作出任何行程調動，當以領隊安排為準。 
3. 行程中總有不少特產手信可供選購，其貨品及服務實非由本社所提供及控制。因此，客人必須清 楚了解其價格、貨品   
   及服務質素後才決定購買，並於付款時，清楚檢查該貨品。 
4. 航機上嚴禁攜帶小刀等利器，一經發現必被充公，敬請留意。 
5. 凡參加遊覽團者須遵受各國法紀，嚴禁攜帶私貨牟利及違例物品，否則責任自負。 
6. 如因火車、航機及輪船在回程時延誤未能接駁原定之交通返港，引致額外之食宿交通的費用均需由顧客負責。 
7. 任何顧客如經常不依規律，觸犯眾怒，在行動或言談上抵譭或侮辱其他團員或服務人員者，本公司為免損害其他顧客

的利益，領隊在多數團員讚同下及支持下，有權適當地提出警告甚至或著令該團員離團，放棄以後行程，並不獲得任
何退款。 

8. 按香港海關入境條例，顧客不能攜帶違禁品或受管制物品入境：如麻醉藥(毒品)、精神科藥物及抗生素、軍火、彈藥、
武器、爆竹煙花及爆炸品，瀕危物種(生物、植物或藥物)、冒牌及侵犯版權物品、動植物及除害劑、野味、肉類(鱷魚
肉等)及家禽。 

9. 每名旅客必須年滿十八歲才可以免稅攜帶以下貨品進入香港供其本人自用：1 升在攝氏 20 度的溫度下量度所得酒精
濃度以量計多於 30%的飲用酒類；及 19 支香煙或 1 支雪茄或 25 克製成煙草。 

10.建議顧客將一份旅遊証件之影印本交予香港親屬保管，以備不時之需。 
11.當地酒店規定於非吸煙房間內吸煙，酒店將有權收取$25 美金或以上之房間清潔費。 
12.當地旅遊巴內一律不建議飲食。 
13.當地緊急求助電話號碼：911。 
 

建議服務費: 導遊、領隊及司機服務費每位每天港幣$140。2019 年 4 月 1 日起出發，則為每位每天港幣$150。 

            如團隊人數為 10 人或以下，將不設香港領隊隨團。客人須自行前往香港國際機場辨理登機手續，到步加拿大、黃刀鎮後， 

                將會安排當地職員接待並將安排與來自世界各地之旅客一同遊覽，敬請留意。 

                當地導遊兼司機及旅行社相關人員，於完團時個別向團友收取，每位全程合共：加元$40(即等於不超過港幣$300)(6 天團)。
                在加拿大內消費如進餐，需附加小費約 15-18%不等 (一些餐館有聲明規定小費數量) 
 

備註: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顧客出發前購買旅遊綜合保險，詳情可向各櫃檯職員查詢。顧客請於旅 程中攜帶有關之保險單副本。 
 

 
啟動境外提款功能: 請與發咭銀行查詢。 
 
特別注意事項: 
一. 為避免不必要之尷尬情況，請勿擅取酒店房間內任何物品，若要留為紀念，可向酒店購買。 
二. 請緊記旅程中集合時間及地點，團體遊覽務請準時，旅程中如遇特殊情況而需調整，當以領隊安排為準。 

任何團員如經常不依賴規律，觸犯眾怒，在行動或言談上詆毀或侮辱其他團員或服務人員者，本公司為免損害其他團員利益，隨團領隊在眾議或多數團員意見及
支持下，有權適當地提出警告甚至著令該團員離團，並放棄以後行程。 
其離團後之一切行動，概與本公司無關，所餘下未完成部份的旅程，亦不會退還任何費用。 

三.『銷售稅退款安排：因各國之銷售稅均有不同，若購物滿指定金額，可於離境前於機場辦理退稅，若客人未能於當地完成退稅手續，並欲回港後才辦理，由於當中
涉及個人私隱，必須自行向當地有關部門查詢所需文件及手續，因此，本公司不能替客人辦理，旅客能否成功退稅，需自行承擔有關責任，敬請留意！！』 

四.根據各國海關的指引：「出入境旅客請務必看管好自己的行李，不要幫任何人帶行李過海關，以免被別人利用夾帶違禁品，如毒品等。」。為確保旅行團運作順暢及
安全，凡旅客在旅途中遺留任何物品，如尋獲後，經客人同意，將安排直接郵遞到客人指定的住址，費用由客人支付。本公司概不負責有關物品於運送期間的任
何遺失﹑ 損壞等相關責任。 

*如客人因突發情況出現，需要本公司提供協助，一切衍生之額外開支，需由該客人負責承擔，敬請留意。 
*根據香港法例第 629 章《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於 2018 年 7 月 16 日起，所有抵達香港的人士，如管有大量（即總價值高於 12 萬港元）的 
 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現金類物品」），便須使用紅綠通道系統下的紅通道，就有關現金類物品向海關人員作出書面申報。其他抵港人士或離港人士，在海關人 
 員要求下，須如實披露。詳情請瀏覽 https://www.customs.gov.hk/tc/passenger_clearance/instruments/index.html 

 
 

更新日期:Canda-list(181218)U.S.A 取代 Canda-list(071118)U.S.A 



 

旅行團細則及責任問題須知 
(一)報名手續及繳款方法: 

(1)  旅客須出示有效的旅遊證件及身份證明文件。旅遊證件有效期須超過六個月，以團 
隊回程日期起計。因證件失效未能出入境而引致之一切損失，須由旅客自行承擔。 

(2)  訂金收費: 
    線路                              平日(每位)              旺季(每位) 

本港遊                             全費                   全費 
中國短線（廣東省及澳門）          HK$300                HK$500 
中國及東南亞                      HK$1,000              HK$2,000 
郵輪(東南亞)                        HK$2,000              HK$4,000 
長線及長線郵輪                    HK$4,000              HK$6,000 
長線包括以下國家及地區：歐洲、澳紐、美加、地中海、俄羅斯、非洲、南美洲、 

高加索、馬爾代夫、不丹、中東、印度等。 
**旺季時段以本公司公佈為準。 
**個別線路之訂金或有所不同，以報名時公佈的金額為準。 
(3)  旅行團餘款須於出發前 10 天繳清，長線旅行團餘款則須於 15 天前繳清；如加班團及

旺季時段則須於出發前 21 天繳清; 郵輪團餘款則須於出發前 120 天前繳清，逾期者
訂金作廢，所繳付之訂金恕不發還，訂金不得轉予他人或其他旅行團使用。 

(4)  支票必須為香港之銀行發出，並要劃線及抬頭請註明“Miramar Travel Limited”或
“美麗華旅遊有限公司”，並須於 10 個工作天前繳交方能接受，而長線旅行團則須
於 15 個工作天前繳交方能接受。 

(5)  鑑於外幣浮動、燃油漲價、稅項調整或因其他不可預計的情況而導致成本上升，本公
司保留在出發前調整收費之權利。 

(6)  燃油附加費、稅項或其他徵收服務費，以出票當日航空公司或相關機構之 後公佈 為
準，本公司將向客人退回多收之差額，或向顧客追回因外幣浮動而增加之差額費用，
並須於出發前繳付。(全包價之旅行團產品除外)。 

(7)  全包價旅行團產品已包括：團費、燃油附加費、稅項、其他徵收費用服務費及隨團工
作人員服務費，若有關費用有任何調整，包括上升或下調，本公司將不會追收或退回
有關款項。 

(8)  本公司不會接受未滿 16 歲的人士，在未有成人陪同下參加本公司的旅行團。未有成
人陪同而年齡介乎 16 至 18 歲之間的旅客，必須與父/母/合法監護人到分行辦理報團
手續，並填妥「18 歲以下人士參團同意書」及提交參團者出世紙副本及其父、母或合
法監護人之香港身份證/護照副本。 

(9)  經由熱線中心報名或本公司透過電話與客人的談話內容均可能會被錄音及作日後參 
 考之用。 

(10) 報名時必須提供緊急聯絡人的姓名以及有效的電話號碼，否則本社不會接受報名， 
敬請見諒。 

(11) 本公司保留接受報名與否之 終權利。  
(二)  團費內容: 

包括: 
(1) 機票 – 來回經濟客位團體機票(不適用於提供經濟客位以外之團種)。 
(2) 住宿 – 行程表所列或同級酒店，並以 2 人共用 1 房為原則。如閣下報名時人數為單數           

 而無法與其他團友共用 1 雙人房間，本公司有權收取單人房附加費。 
(3) 交通工具 – 如行程表所列。 
(4) 膳食 – 如行程表所列。 
(5) 遊覽節目 – 如行程表所列。 
(6) 行李 – 每人寄艙行李 1 件及手提行李 1 件。重量及體積以海、陸、空之交通供應商 
 之規定作準。 

      不包括: 
(1) 本公司將收取客人印花成本，印花成本以 終總收費之 0.15%計算。 
(2) 申請旅遊證件、各國入境簽證及針痘紙費用。 
(3) 個人旅遊保險(TIC 建議旅客出發前應購買旅遊綜合保險，如有需有，本公司可代為 

辦理。) 
(4) 各國機場稅、海關課稅、燃油附加費、航空保險稅及行李超重等費用。 
(5) 行程表以外之觀光節目及自費項目。 
(6) 一切私人性質的費用，如洗衣、電話、電子通訊、汽水、酒類、醫療、酒店服務員之

服務費等。 
(7) 行程內於當地餐廳用膳期間的飲品或飲用水。 
(8) 延期逗留者住宿或機場之接送費用、更改機票手續費、單人房附加費、提升機位等級

或其他相關之費用。 
(9) 因罷工、颱風、航班取消或更改時間、交通延誤、旅客私人理由及一切突發情況所引 

致之額外費用。 
(10) 付予隨團領隊、當地導遊、司機、郵輪上服務生及非隨團工作人員之服務費。旅客須 
 於旅遊當地或郵輪上繳付有關服務費。 

 服務內容如下: 
  與航空公司、酒店、車公司或地接社代表接洽，落實旅行團之一切膳食、住宿、交通

及活動安排。集合團友、確保機位、協助旅客辦理過關、登機及領取行李手續。辦理
酒店入住及退房手續、分配酒店房間、喚醒提示。介紹當地風土人情等。 

(11) 旅行團服務費的金額已詳列於行程表及旅客須知，請細閱有關內容。如旅客對隨團領
隊、當地導遊、司機及非隨團工作人員之服務表示滿意，亦可給予額外的服務費，以
示獎勵。  

(三)  旅遊證件及簽證須知: 
(1)  旅遊證件有效期必須超過六個月 (以回港日期計算)。 
(2)  回鄉証有效期以回程出境日期計算。 
(3)  旅行團途經中國或澳門，小童（11 歲或以下），須連同有效旅遊証件或回港證出發。 
(4)  如需代辦簽証，旅客須於報名表列明的指定日期內繳交旅遊證件，相片及所需文件，

逾期責任自負。 
(5)  若因簽證問題而不能成行或因特殊情況不能如期出發或需改往其他地方，若證件已經

由本公司遞交領事館辦理，簽證費及手續費恕不發還。  
(四)  臨時取消旅行團及退款安排: 

(1)  本公司有權因參加人數不足、機位、交通問題、住宿安排等情況，在出發前 7 天前取
消旅行團(中國廣東省內線及本港遊之旅行團則可於出發前 1 天取消)，不包括通知日
及出發日。在此情況下，除簽證費及手續費外，本公司會全數退回旅客所繳交之費用。 

(2) 報名後，若旅客因任何理由而取消訂位或更改出發地點、日期或旅客姓名等，一律視
作取消訂位論。本公司會根據下列方法扣除有關費用(以下費用按每人每次計算): 

旅行團出發前 
(以工作天計算) 

郵輪團出發前 
(以工作天計算) 

轉名、轉團、取消、退團或取消 

30 天以上 91 天以上 扣除全數訂金
15 天-29 天 61 天至 90 天 扣除全數訂金或 50%已繳付之費用(以較高者為準)
8 天-14 天 31 天至 60 天 扣除全數訂金或 75%已繳付之費用(以較高者為準)
7 天內 30 天內 扣除全數已繳付之費用 

農曆新年、復活節、聖誕節、暑假等旺季期間及加班團，一經報名，均不能更改或取
消，否則，其所有已繳付之費用將被扣除。 

(3)  如改期或轉團後之新團費與原本團費有差異，旅客須補回差額。 
(4)  旅客須攜同收據正本，親身到分行辦理取消訂位或更改資料的手續，電話及電郵通知 

恕不受理。 

 
(5)  旅客於旅遊途中突然退出或不參與任何團體活動(如膳食、觀光或住宿等)，當作自動

放棄論，旅客須簽署團員離團通知書，所繳費用一概不會獲發還。  
 (五)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的第二百二十三號指引，

旅行社如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本公司列明的手續費，
及退票費 (如適用)；有關收費請參閱旅行團細則及責任問題須知。  

 (1)  旅客可選擇保留團費六個月或支付下列手續費、退票費後退回團費 
 

團種 手續費(每位)
本港遊及中國短線(廣東省及澳門) HK$50 
中國或東南亞地區(日本除外)5 天或以下旅行團 HK$150 
其他地方旅行團 HK$300 
郵輪團 HK$300 或按郵輪公司公佈(以較高者為準) 

退票費 
退票費: 如旅行團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交通服務供應商堅持徵收退票費，旅行社為客人  
安排退款時，可向客人收取退票費的實際金額 

*如旅行團跨省或跨國，手續費按較高或 高一地計算 
*『迫不得已理由』指戰爭、政治動盪、恐佈襲擊、天災、疫症、惡劣天氣、交通工具發
生技術問題、載運機構臨時更改班次/時間表、罷工、工業行動、旅遊目的地政府/世界衛
生組織發出旅遊警告，香港特區政府發出紅色/黑色外遊警示，以及其他業界不能控制的
不利旅客外遊的情況。  

(2)  如遇上述「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本公司將扣除有關旅行團的一切開支包括交
通工具、住宿、門票等費用，餘款按客人的付款方式退回。  

(六)  免責條款： 
(1)  旅行團所採用為團體交通票，旅客必須跟團往返。旅客如在旅途中自行離團或放棄行

程，餘下之費用概不發還，離團後之責任自負，一切後果與本公司及其委託之機構無
關。如旅客因任何理由，而未能趕上預先安排的交通或住宿、間接或直接之費用或損
失，客人需自行承担。 

(2)  如旅客在出發前要求自行出發、個別返港，本公司定當樂意協助，條款請參閱其報名
出發的行程表。但交通安排不論確定與否，則視乎交通供應商之 終決定，間接或直
接之費用或損失，客人需自行承担，本公司概不負責。 

(3)  行程中所安排之機票、船票、車票、住宿或觀光項目，均屬團體訂位，一經在香港確
認及訂購後，不論任何情況下而未能使用者，一概不會獲發還任何款項。 

(4)  如遇本公司不能控制之特殊情況如交通延誤、天災、戰爭、政治動盪、天氣惡劣、颱
風、交通工具發生技術問題、工業行動影響、證件遺失、罷工等，必須將行程更改，
或取消任何一項旅遊節目，而所引致之額外支出或損失，必需由旅客自行承擔及支付。
旅客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出、要求退還或賠償未完成行程之費用。 

(5)  即使旅客持有有效之入境簽證或旅遊證件，而於入境時仍遭當值之移民局海關人員拒
絕入境，其責任與本公司無關，而餘下之旅程費用亦將不獲發還。一切因此而引起的
額外費用，如交通、住宿安排等須由旅客自行承擔，本公司一概不會負責。 

(6)  在特殊情況下，本公司有權在啓程前或出發後取消或替換任何一項旅遊項目、亦有權
縮短或延長行程。在此情況下，費用將酌情增減，旅客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出。 

(7)  如郵輪航行中，因天氣惡劣、風浪大或各種未能預知或逼不得已的情況下而不能泊岸，
船公司或本公司不會作任何補償，顧客不得異議。 

(8)  郵輪公司或本公司有權因應當日郵輪泊岸時間及當地交通情況而增減所有岸上觀光行
程之項目，並不會因此而作出補償，各參加者不得異議。 

(9)  登船地點及郵輪停泊港口如有更改，一切以郵輪公司安排為準。 
(10) 本公司代旅客安排之交通工具、住宿、膳食點、旅遊觀光點或娛樂項目、均非由本公

司擁有、管理或操作。所有由本公司代旅客作出之上述安排，或代上述服務機構簽發
之任何票券、交換文件、收據、合約或票據等，乃按照上述服務機構預先擬定的規則
條款簽發。旅客如遇交通延誤、行李損失、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該根據當地法律
向擁有、管理或操作有關交通工具、住宿、食肆、旅遊點或娛樂項目之機構直接交涉
或追討賠償，本公司一概不會負責。旅客可向本公司查詢有關服務機構之資料。 

(11) 如客人遇上突發情況或因任何理由而未能跟隨團隊的行程，本公司須考慮當時環境及
情況，並顧及其他團員的安全與利益等因素下，方決定領隊 / 導遊是否陪同該客人逗
留當地並予以協助，客人不得異議及藉此要求賠償。此外，在客人出現突發情況下或
因任何理由而未能跟隨旅行團的行程，餘下未有使用的景點觀光、行程、酒店住宿、
餐飲、交通及航班安排等，一切由客人承擔，本公司不會作任何退款或賠償，另如客
人需要本公司職員於途中或完團後提供協助，當中衍生之額外開支，一切由客人承擔。 

(12) 旅客須遵守各國政府之條例，嚴禁攜帶違禁品，違例者須自行負上一切責任。 
(13) 所有住宿根據行程安排，但本公司有權視乎當時情形作出更改，並給予同等級之住宿。     
(14) 如遇人數不足 15 人或旅行控制範圍以外之特殊情況，本公司有權不派隨團領隊出發或

取消團隊。 
(15) 本公司保留合併旅行團之權利。 
(16) 任何旅客若妨礙領隊或團體的正常活動及利益，或在行動，言談上詆毀或侮辱其他團

友及服務人員者，本公司領隊有權視乎具體情況取消其隨團資格並無須發還任何費
用，而受該旅客監護之 18 歲以下同行旅客亦須一併離團，其離團後之一切活動，一概
與本公司無關。 

(17) 顧客參加本公司之各線旅行團前，應參閱相關外遊警示(如有)，但離港外遊與否，純屬
個人決定，有關警示請參閱 http://www.sb.gov.hk/chi/ota/。在此情況下，顧客決定
不離港外遊均當作自動放棄論，所繳費用概不退還，本公司不會安排其他替代旅行團。  

(七)  旅客參與行程中活動及自費項目注意事項: 
(1) 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按整體需要而設計及安排，旅客參加此等活動時，應遵照服務人員之

指引。行程中各項活動及自費活動均存在一定風險，旅客於出發前必須購買旅遊保險。
在參與活動前，應徵詢醫生或相關人士之專業意見；並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
以及當時天氣環境、活動內容及當地設施等風險因素，自行決定是否參加，不可單靠第
三者的意見及推介。旅客須承擔因參與活動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及後果，包括意外傷亡及
財物損失等。 

(2) 自費活動或貨品是由本公司以外的第三者提供: 旅客如對此等活動或貨品有任何不
滿，應直接向服務提供者進行交涉或追討賠償，本公司一概不會負責。 

(3) 旅客有權決定是否參加與該等活動及購買該等貨品。 
(4) 本公司未有授權任何人士(包括領隊及導遊)向旅客推銷或介紹自費項目表以外或未經公

司認可的自費活動及貨品。因旅客自願參加此等活動或購買此等貨品而引致的任何不
滿、損失或傷亡，旅客應直接向介紹人或服務提供者進行交涉或追討賠償，本公司一概
不會負責。  

(八)  旅遊業賠償基金保障: 
(1)  遵照旅遊業議會指示，旅行團收據上有 0.15%印花費，為旅客提供保障。 
(2) 『旅遊業議會基金』為顧客因旅遊業議會會員破產或挾款潛逃，而未能隨團旅遊，可申

請團費九成之特惠補償。 
(3) 『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為參加旅行團外遊時因意外弄至傷亡之團員，提供 

經濟援助。 
(4) 深圳集散 1 天團，並不列入旅遊業議會賠償基金及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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